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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彩雲南  彩繪大地 
 金秋騰沖銀杏村 無量山櫻花谷 東川紅土地 

   
  2019年 11月 23日（星期六）~2019年 12月 01日（星期日）9日 

 
 

第01天 桃園香港昆明『CX403 0920/1110 + KA760 1200/1430』 

       高雄香港昆明『KA451 0800/0930 + KA760 1200/1430』 

      【翠湖公園觀海鷗、陸軍講武堂、金馬碧雞坊+東西寺塔】   

【翠湖公園】是市區最漂亮的公園之一，這裡最初曾是滇池中的一個湖灣，後因水位下降而成為一汪清

湖，它以“翠堤春曉”聞名四方，自 1985 年起，每年冬季都有大量紅嘴鷗從西伯利亞飛到昆明過冬，這

些小精靈在翠湖棲息，吸引無數遊人前來觀賞。 

 

【雲南陸軍講武堂】，又稱昆明講武堂，是中國近代一所著名的軍事院校，原是清朝為編練新式陸軍，

加強邊防而設的一所軍事學校。建立時與天津講武堂和奉天講武堂並稱三大講武堂，後與黃埔軍校、保

定陸軍軍官學校齊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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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金馬碧雞坊】是中國雲南省會昆明市的兩座牌坊，位於該市鬧市中心金碧路與三市街（傳統的南北中

軸線）南端交匯處，東坊稱為金馬坊，西坊稱為碧雞坊，高 12 米，寬 18 米，二坊相隔數十米。 

 

早餐：× 中餐：機上簡餐 晚餐：雲和祥 RMB50/人 

住宿：恒盛酒店或同級 
  

第02天  昆明『4.5HR』大理南澗縣【無量山櫻花谷】 

【南澗縣無量山櫻花谷】，在無量山國家級自然保護

區周邊，與靈寶山國家森林公園相鄰，距離縣城51公

里。北緯24°45' 50" 東經100°30' 32" ，海拔2175米。每

年11月底至12月，間植在茶園中的冬櫻花競相開放，

構成一幅無量山櫻花谷人間仙境。櫻花谷面積約2000

畝，成三片分佈。櫻花谷免費為遊客開放，不收費，景區配備有觀景台，衛生間、餐飲、住宿等設施，是

集觀光、旅遊、攝影為一體的旅遊景區，是攝影愛好者的天堂。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 中式合菜 RMB50/人 晚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

住宿：南澗大酒店或同級 
 

第 03天  大理南澗縣『4HR』諾鄧古村 

【千年白族諾鄧村】：“諾鄧”在白族語中意為“有老虎的山坡”。 

諾鄧古村，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雲龍縣城西北面的山谷中。由於自唐代南詔時期 1000 多年以來

“諾鄧”村名一直沒有改變，因此被稱為“千年白族村”。據考證，這座村莊是滇西北地方年代最久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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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村落，也是雲南省最早的史籍《蠻書》記載中至今唯一存在的原名稱不變的村邑。村中現代民居建築

不多見，保留著大量的明、清兩朝建築和著名的玉皇閣道教建築群。 

 

這個見諸於史籍，歷經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王朝共 1138 年的小小村落在古代可是個了不得的地方。

唐代《蠻書》中已經對諾鄧有明確記載，這裡最遲在唐朝就已經鑿井制鹽，是一個典型的以鹽井為生存

依託的村落。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 中式合菜 RMB50/人 晚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

住宿：諾鄧民宿(分 2家住) 

 

第 04天  諾鄧古村『2.5HR』保山【梨花塢】『2HR騰沖 
來到坐落在保山城西九隆翠崗之下的梨花古

塢，品位前人所題的這副山門聯，猶如一縷清

風沁入心脾。回首東望，群樓競高、街巷橫斜

的紅塵鬧市歷歷在目；跨入山門，便步入了鳥

鳴山幽、梵音嫋嫋的佛國靜境。身前身後，儼

然兩個世界。 

 

【梨花塢】又名大梨園，塢中建有同名寺院，

主建築慈雲閣層樓高聳，飛簷翼然，古樸莊嚴，

為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安享人間香火之所；附

屬建築藏經樓、讀畫樓、醉月樓、菩提樓、養

雲池、雨花亭、瑞雪嶺等亭臺樓閣皆依山構築，

錯落有致而又此呼彼應地構成一個嚴整的建築

群體。寺前一彎山溪如吟似奏。不住淙淙撒歡。

昔時，溪畔梨柳成行，皆百年老木。每逢春風

生暖的時節，滿塢梨花盛開，如棉似雪；株株

垂柳拂堤，風緩枝柔，景色十分明麗，故有聯

曰：“一樹梨花千點雪；兩堤楊柳萬窩絲。”

如今，聯中景致雖因樹枯時遷而不復存在，但

這聯語及聯語描繪的瑰麗迷人的古塢情采，依

然給人以無窮的遐想。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 中式合菜 RMB50/人 晚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

住宿：世紀金源 C座或同級 
 

第 05天  騰沖【和順僑鄉+電瓶車、熱海景區+電瓶車、北海濕地保護區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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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和順僑鄉】位於騰衝城西 3 公里，古名陽溫暾村。和順的名稱源於「雲涌吉祥，風吹和順」的詩句，

寄託了當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這裡的風光如詩如畫，青山如黛，綠影婆婆。碧波粼粼的元龍潭如

一面明鏡，倒映出古色古香的元龍閣，使人興味無窮，流連忘返。怪不得一些電影導演、攝影師、畫家

都喜歡到這裡取景畫畫呢。 

 

【熱海風景區】騰衝是我國三大地熱區之一，約有 80 多個溫泉，沸泉遍布各地，其中就以熱海風景區最

有代表性。它是中國第二大熱田，由熱海石、大滾鍋、浴谷、懷胎井、珍珠泉、美女池等構成，最高水

溫達 102 度，是中國地熱療養的最佳之地。熱海景區以黃瓜箐、澡塘河、硫磺塘為中心，氣泉熱泉很多，

其中最為壯觀的便是大滾鍋。 

 

【騰衝熱海溫泉景區】 

俗稱熱海，位於騰衝城西南部清水鄉，距離騰衝城約 10 公里。熱海景區內氣泉、溫泉群共有 80 餘處，

其中 10 個溫泉群的水溫達 90℃以上，到處都可以看到熱泉在呼呼噴涌，景區內霧氣氤氳。熱海溫泉水

質軟、溫度高、礦化度高，在這裡泡溫泉，對身體極為有益。 

※※熱海地區您可自費參加市值台幣 1000 NT【溫泉泡湯】，感受熱海溫泉的療癒力！ 

註：泡湯者旅客，請攜帶泳衣，泳帽。 

 

【北海濕地保護區】 

位於縣城西北向，是 1994 年 12 月國家首批公佈的全國 33 處國家重點濕地之一，也是雲南省唯一的國家

濕地保護區．保護區面積 16.29 平方公里，北海面積 0.46 平方公里，其中水面面積 0.14 平方公里，海排

面積 0.32 平方公里。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 中式合菜 RMB40/人 晚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

住宿：世紀金源 C座或同級 
 

第 06天  騰沖【銀杏村+電瓶車、龍江特大橋】『4.5HR』大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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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騰沖－銀杏村】這是一處連很多雲南人都不知道的神秘美景，外來雲南旅遊的人們也都完全不知道這

個地方。當發現它的時候，人們都驚嘆到：原來騰衝縣還隱藏著這樣一個如夢如幻的村莊。這正是位於

保山市騰衝縣固東鎮的一處隱秘山村——銀杏村。這裡以「村在林中，林在村中」的自然風光聞名，每

年深秋，房前屋後，黃葉紛飛，異常美麗…… 

 

金秋時節，賞楓賞銀杏，大概是最時髦的出遊。在全國各地，能有紅楓，能有銀杏的地方有很多。但有

一個地方，號稱“中國第一銀杏村”，它就是雲南省騰沖市固東鎮的江東銀杏村。每年的十一月中旬開

始，江東銀杏村就變成一年裡最美的村落，黃葉裝扮下的古村，簡直可以用童話世界來比喻。 

 

金黃的銀杏葉與村落裡獨特的木屋，翠綠的杉樹，田間的青菜麥苗，奇妙的火山石牆石板，柵欄裡的牛

羊雞鴨，熱情好客的村民交相輝映的，構成了一幅完美的小村風景畫。這裡就是位於固東鎮的銀杏村，

為明朝戍邊移民而建如今，隨中原居民而來的銀杏樹，已亭亭如蓋，這是一方與世無爭的人間淨土，充

滿了最樸實，最散漫，卻又最讓人心安的鄉村味道。 

 

雲南騰衝銀杏村內有兩千多畝連片栽種的銀杏樹。九月底至十二月，小山村被高大的銀杏樹包裹得一片

金黃，滿地的銀杏葉就如金色的地毯鋪滿村裡的大小院落，風景絕美。 

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 中式合菜 RMB50/人 晚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

住宿：風花雪月大酒店或同級 
 

第 07天  大理【洱海濕地公園、蒼山天龍纜車上下】『4.5HR』昆明 

【洱海月濕地公園】成鳥類樂園。據了解，這群美麗精靈學名叫紫水雞，是一種極其珍貴的大型水鳥，

主要分佈於非洲、亞洲南部和大洋洲,在僅罕見於雲南、四川等地。紫水雞體大而壯，羽毛藍紫色相間，

被稱為「世界上最美麗的水鳥」。 

 

【蒼山含天龍纜車上下】又名點蒼山，是雲嶺山脈南端的主峰，由十九座山峰由北而南組成，北起洱源 

鄧川，南至下關天生橋。蒼山既是自然保護區，又是風景名勝區。1992 年，當地政府在海拔 2600 米玉帶 

雲出處新辟了一條玉帶雲遊路。游路南起馬龍峰，北至應樂峰，長約法 18 公里，將蒼山許多景點連接在

一起，遊人至此，可盡情觀賞蒼山奇峰異石、林泉飛瀑，也可俯瞰蒼洱大地壯麗景色。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 中式合菜 RMB40/人 晚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

住宿：恒盛酒店或同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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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8天  昆明『3.5HR』東川紅土地【樂譜凹、月亮田、落霞溝、錦繡園】 

後專車前往【東川紅土地】花石頭村為中心，主要

的景點有打馬坎、七彩坡、錦繡園、樂譜凹、獨樹、

月亮田等。東川紅土地是雲南紅土高原上最集中、

最典型、最具特色的紅土地，被專家認為是全世界

除巴西裏約熱內盧外最有氣勢的紅土地，景象比巴

西紅土地更為壯美。 

 
【樂譜凹】就在花石頭村旁邊，其景色和錦繡園相

近，但是視野裏有近一半是樹林和村莊。獨樹又名

神樹，是一棵巨大古老的松樹，在一個山頭孤獨地守護著這片土地，千百年來忠心耿耿。 

 
【月亮田】是這裡周圍僅有的一片可以種植水稻的梯田，有點像元陽梯田，但規模小。春天可以拍攝到

水田灌水後的景象，秋天則是一片金黃。 

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 中式合菜 RMB40/人 晚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

住宿：旺統國際花園或同級 
 

第 09天  東川紅土地【打馬坎日出】『3HR』昆明 

         昆明香港臺北 『KA761 1525/1730 + CX402 1855/2030』 

         昆明香港高雄 『KA761 1525/1730 + KA456 1845/2015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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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前往【打馬坎觀賞日出】。早晨日出前後在公路邊的高坡上俯瞰打馬坎村，紅土圍繞的村子裏炊煙繚

繞，村子四週楊樹在朝陽斜射下泛著光輝，是一派寧靜動人的田園風光。近幾年來，這裏已經成為了中外

攝影家捕捉最美鏡頭的發燒級攝影勝地。層層疊疊的梯田裏，火紅的土壤上，一年四季各種花交替開放，

色彩斑斕炫目，鮮豔濃烈的色塊一直鋪到綽約雲影中。 

 
之後前往機場。結束此美麗的金秋騰沖銀杏村 南澗縣無量山櫻花谷 東川紅土地 9 日之旅。 

早餐：酒店用 中餐：中式合菜 RMB50/人 晚餐： × 

住宿：溫暖的家 
 

※大陸地區因飛機、火車班次時刻經常誤點或取消；故以上行程或餐食若有變更，將有所調整。若遇不

可抗拒之情況，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。 

 

 

七彩雲南  彩繪大地 
金秋騰沖銀杏村  無量山櫻花谷  東川紅土地  

      團 費 : 新台幣 35,000元 (桃園出發)  

       新台幣 37,000元 (高雄出發) 

          訂 金 : 7,000 (現金)， 單人房差 : 5,000 
 

 

交觀甲字第7167號旅品字No：北1755 代表人:廖本達  聯絡人:何順天 

總公司: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77號2-1樓  統一編號:25100523 

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©2018 HCTtour ALL Rights Reserved. 

台北客服專線:02-2545-3148 傳真:02-2545-3144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7號2樓之1 

高雄客服專線 :0 7 -9 7 4- 4 2 10 傳真 : 07-380-6314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

網站：http://hctravelark.com 
BLOG：

http://blog.yam.com/hctravel 信箱： hct@hctravelark.com 

榮獲品保協會『2013金質旅遊行程-西藏13天』『2012金質旅遊行程-不丹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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